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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過去，前瞻未來—國北教大校友總會未來展望

∼ 蔡松棋理事長專訪 ◎祕書室校友中心

國北教大校友總會自 1997年成立至今 20
餘載，歷屆理事長都是成功的推手。本（第 8）
屆蔡松棋理事長自 2019年 2月接任以來，更是
不遺餘力推動會務，期望藉著校友總會，更深連

結母校、校友及在校同學，成為三方的大力助

益，成就榮耀國北的擴展與延續。

校友中心為使各方更了解校友總會未來的

發展規劃，特於 109年 3月 3日下午 3時 30分
假校友中心專訪蔡松棋理事長，請其敘說推展會

務的理念。

專訪過程如下：

理事長好！請您簡單自我介紹？

我是蔡松棋，北師 64級普通科畢業的師
專生。畢業之後當兵、教書，曾在小學

服務 4年，之後離開教育界，往商界發展。因緣
際會，我考上會計師，在 KPMG國際性的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曾擔任執行董事。

直到五年前，我提早退休，開始跨界做一些投資

事業，包括人力資源公司、網路公司、牙醫診所

等。

請您談一談，在母校求學的歷程，對您

日後進入職場奮鬥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也不算是成功啦！我心裡一直很感念

母校。我知道沒有北師，大概就沒有我，

北師生活豐富了我的人生。我在貢寮的澳底漁村

長大，家裡很窮，沒有錢讀書，我的人生有可能

就是漁夫或是工人；從我的身上可以看出，教育

的力量是很大的，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一個家

族、甚至是一個社會。因家境清寒，從小我就知

道自己要什麼，我非常認真讀書、考試，從小

學、初中、師專都是班上第一名畢業。

我很感念母校的栽培！母校給我最大的影

響就是團體生活。透過共同生活，互相學習。在

求學過程中，影響我最大的人是王天生老師。王

老師是我的英文老師，他教我們英文，我受他啟

發很深，他告訴我們國際化的重要性。從認識王

老師之後，我幾乎每天聽英文，因為我知道英文

對未來競爭力很重要。師專同學大都知道我在北

師五年的時間，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聽 ICRT，
所以我的英文能力還不錯。

我畢業之後去當兵。雖然我成績很好，但

那時候師專生分發制度轉變，我沒有辦法進入比

較市區的學校，像臺北縣板橋、三重的學校，後

來，陰錯陽差的回到故鄉服務。我那時認真思考

未來該怎麼辦？後來決定離開教育界往商業發

展，因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就不斷

的努力，從教育界往商業界走，就這麼簡單。

在我讀書那個時候，學校普遍不重視英

文，也不重視微積分，更不用談經濟學；所以我

就自己讀。雖然讀不懂微積分，但不懂也要弄

懂，所以我花很多時間自學。既然要往經濟方面

走，經濟學必考，記得我花很多時間研究經濟

學。在當兵的時候，剛好碰到一位臺大經濟系畢

業的預備軍官，我有不會的地方就問他，從師

專、當兵、插班考上東吳大學夜間部，我人生當

中都遇到有貴人相助。白天在臺北縣貢寮偏鄉小

學教書，下班後騎車去搭火車再轉換公車到東吳

大學故宮校區上課，那時候沒有捷運，偏鄉路途

真的很遠，因為每天要上班、上學，太累了，結

果把身體搞壞了。

剛好那年臺北中興大學有大三插班考，我

想插班中興大學比較近，所以又參加中興大學的

插班考試。考上中興大學後，我就申請調學校，

調到臺北縣板橋的莒光國小。中興大學畢業以

後，順利地考上公職，就進入陽明海運公司（交

通部的單位），後來又考上金融特考。我總共獲

得了五張證照，有國際貿易高考及格、經濟行政

高考及格、會計師高考及格、金融特考及格，還

有導遊證。其實，師專生都很厲害，只要尋找機

會、把握機會，所以我覺得母校要創造機會，要

引導機會給學生，因為我們師專學生都很厲害。

我現在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兼任副

教授，我問學生為什麼要來讀研究所？你想得到

什麼？學生回答說為了要拿到碩士學位。我說現

Q 1 ：
A ：

Q 2 ：

A ：



校友園地

20

在臺灣有讀研究所而畢不了業的嗎？我告訴學

生：讀研究所兩年的目標，首先要設定鍛鍊身

體，身體的體脂率要控制在多少？要鍛鍊出什麼

樣的體魄？如何強健自己的身體？是首要思考的

地方；其次，要提升英文能力，多益分數要多少

分；最後，要獲得什麼證照？即使學校不教，你

自己也要有計畫如何考上證照，若你三項都做到

就成功了，然後你也要玩遍花蓮。畢業後，第一

件事不是就業，是到國外遊學，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你的視野多大，你的成就就有多大。即使你

爸爸是花蓮縣長，但你沒有到過臺北市，你就不

知道臺北市的機會在哪裡？

環境會影響心胸，同學一定要有視野。我

在東華教書蠻受學生歡迎，我上課都講一些課本

上沒有的內容，我教會計學，但我不只是教會計

學，我一定也會教國際關係、國際經濟情勢、國

際上有什麼大事？例如最近的疫情、有什麼影

響⋯⋯，我讓學生蒐集資料後，表達他們自己的

看法。我自己必需要比學生厲害，我現在仍然早

起跑步鍛鍊身體，持續讀英文，我喜歡教研究

所，因為研究生聽得懂我想教的東西，可以有互

動。

您擔任校友總會理事長，面臨的最大困

境是什麼？您是如何渡過的？

我在去年（2019年）二月接任母校理事
長。過去曾參加過幾次校友總會理監事

會議，之前的理事長都很認真在做事情，劉奕權

理事長開始構思要募款，之後張清煌理事長接

手，他們都面臨很大的壓力；張理事長很認真、

很辛苦的達成母校育才基金募款的目標。我覺得

募款要能順利達成，主因是校友總會平常要多和

校友們互動，否則突然要校友捐款，怎麼會熱烈

呢？因為我曾經在扶輪社社團做過總監，深諳募

款活動，一定先要建立感情，連結感情，人家出

錢就容易；跟人家不認識、沒感情，人家根本不

會理你。因此辦理聯誼活動很重要。聯誼要多

元，登山健行也是聯誼，傑出校友聯誼會也是聯

誼。我想先把傑出校友聯誼會好好做起來，接著

總會開始設置各委員會，同時組織校友合唱團。

目前都按照計畫在進行當中，我們大家都還在努

力。母校若能重視校友總會、肯定校友總會，用

心經營校友總會及各地區校友會，我想回報是難

以估計的。在此我建議要善用校友及總會資源，

相信對學校、在校學生及畢業校友都會有幫助，

這是一舉數得的。

談一談您接任理事長的心路歷程中，有

那些讓您欣慰的事？

我是第八屆理事長，前面三位理事長都是

擔任兩屆，各當六年。李建興理事長是

創會的理事長，第三、四屆是趙昌平理事長，第

五、六屆是劉奕權理事長，第七屆是張清煌理事

長。校友總會自 1997年 11月 30日成立至今 20
餘年，每屆理事長都有他的貢獻，這是不能夠抹

滅的功勞。校友總會任務是如何讓畢業校友、學

校、在校學生這三大塊緊密結合。我希望在我這

一屆能夠更落實的結合校友、學校和同學們，發

揮校友會的力量，但這需要花非常大的心力才會

達成。校友們畢業後事業有成，也算光宗耀祖。

母校能善用校友資源，挹注學校，挹注學生，這

個是很重要的。另外，校友們有事情時，會想請

學校或請總會幫忙，母校和校友總會就成功了。

各委員會除例行活動運作之外，去年一年

裡，健康促進委員會每週二安排登山、健行活

動；藝文委員會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找到北師

藝術科系畢業的 100位校友藝術家，於母校 124
週年校慶當日辦理「北師藝術大展 2019愛您依
舊－校友美展」，今年也預計在下半年辦理「校

Q 3 ：

A ：

Q 4 ：

A ：

 ▲本校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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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音樂會」，明年還有舞蹈表演活動，這些都是

我任內深覺欣慰的事，這樣的經驗也希望能在未

來一直傳承下去。

請您談談對北師校友總會的期許。

我們各委員會是非常活耀的，是 active
的，是一個很積極、很主動的。很多校

友都是退休校長、主任和老師，全身是功夫，希

望他們熱情地來參與。我們有八大委員會，如果

每一個委員會強，校友總會就很強，當然理監事

是重要的骨幹；除此之外，傑出校友也要強，所

以用人很重要，很可惜我在教育界這方面的資源

就很少，因為我離開中小學已經很久了。多虧秘

書處張榮輝秘書長，林智遠副秘書長、曾秀珠副

秘書長和校友中心李佳玲組長，扮演了很重要的

角色。我常常講我是一個演員，幹部們是導演，

你們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我希望校友總會甚至各委員會要多辦一些

活動，讓在校學生知道，人家為什麼會當國際性

大公司的董事長？人家為什麼這麼厲害？所以校

友總會的責任很重大。我想讓各委員會了解一個

觀念，委員會的召集人就像部長一樣，國際及兩

岸交流委員會，就是外交部長，校友組織就相當

是個立法單位；你要怎麼把校友帶好？所以你要

有高度，高度夠，你就會做。

此外，我想強調英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大

格局來看，臺灣要有競爭力就是要用英文交流。

為什麼英文教育很重要？因為英文若不好，就無

法國際化，臺灣要強、要國際化，英文一定得列

為官方的語言，不列官方語言，臺灣就沒有希

望。尤其我在國際性的 KPMG看得更多，深感
英文的重要性。

校友總會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幫助學校、

幫助校友，校友有需求、學校有需要、在校同學

有需求，我能夠盡量幫忙；我的點子很多，例如

畢業典禮後發一封信給校友，恭喜校友畢業了，

告訴剛畢業的校友，歡迎到各地校友會報到，做

到這一點就成功了。

前人的經驗，就是我們成功的踏階，用成

功人的經驗，減少我們奮鬥的時間，所以應該聽

聽傑出校友在各行各業的傑出表現，他山之石可

以攻錯，因為他們能夠成功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假設我們校友總會能夠在學校，為傑出校友舉辦

一個類似名人講堂的座談或講演，多辦幾場，汲

取傑出校友們奮鬥和成功的精髓，那就會更棒。

請您以過來人的身份，對在校的學弟學

妹們勉勵。

學弟學妹們未來將從事各行各業，對母校

均能心懷感恩，如果有能力，有錢的出

錢，有力出力，幫助母校、校友，對社會盡一分

心力。學校也會高度重視校友，瞭解校友們的發

展，知道他們的未來，甚至提供媒合，幫助校友

成功。

各位學弟妹，畢業前一定要在學校培養出

渾身的功夫，把英文列為第一專長，同時培養其

他的專業技能。不要忘記，人生的目的就是幫助

人，用愛心助人，小則激勵家人，大則激勵社

會、激勵國家，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人生才會

精彩。

最後期勉各位，要掌握自己的興趣，把興

趣列為第一，人生能把興趣跟工作結合最棒，甚

至將興趣跟事業結合，行有餘力，多幫助別人。

Q 5 ：
A ：

Q 6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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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愛您依舊」續篇—2020林美智新象藝術創作展
 ◎祕書室校友中心

本校校友總會於母校 124周年校慶時舉辦
「北師藝術大展 2019 愛您依舊－校友美展」，
共有 100位藝術家校友參展，場面盛大。其中師
範 52級林美智校友「一代女皇」的作品，以朽
木彩塑而成，色彩鮮豔，意象豐富，賦予朽木

全新生命，吸引眾多校友矚目。適逢林校友於

2020年 2月 29日起假新竹縣文化局舉辦「2020
林美智新象藝術創作展」，展出作品琳瑯滿目，

在豪情奔放及寫意靜觀的動靜之中，感悟禪機，

以禪觀靈表現於藝術創作，化無相藝術思維為有

相藝術展現，並透過觀察，運用色彩，重新詮釋

枯木生命，令人印象深刻。

校友總會蔡理事長松棋、張秘書長榮輝、

新竹縣校友會彭理事長煥章、曾蘭香校友、陳高

榮校友、溫明正校友和校友中心李組長佳玲等

人，於 109年 3月 5日（四）上午至新竹縣文
化局美術館參觀林美智校友 2020新象藝術創作
展。此外，吳遠山校友和簡信斌校友亦特地前往

參觀。蔡理事長鼓勵校友們能多創作發表，藉展

演機會增進校友之間的聯誼，並期望校友們發揮

互助合作精神，校友總會願作為校友們的支持系

統與溝通平台，期能增進校友情誼，凝聚向心

力。

 ▲林美智校友作品－爭食。

 ▲作者（左五）與蔡松棋理事長（右五）及參訪校友於作品前合影。

 ▲作者與作品一代女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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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活動紀要
 ◎校友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

母校建校已近 125年的歷史，校友遍布全
球各地。歷屆校友總會也積極運作，希望凝聚校

友情感與傳承！校友總會旗下有八大委員會，其

中「健康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健委會），顧

名思義，以促進校友健康休閒活動為宗旨，召集

人為北師 66級吳志文校友，目前以凌雲登山社
為班底，並廣邀其他校友參加。活動由不同成員

主辦，每週二上午 9點集合，活動地點遍及北臺
灣。歡迎歷屆校友共襄盛舉，為自己的健康而

走；為自己的友誼而走；為自己的生命而走！

109年 2月 25日健委會舉辦「新北市瑞芳
南子吝山步道、南雅奇岩、龍洞灣岬步道」健走

活動，活動紀要如下：

讓我們看雲趣  

109年 2月 25日是個涼爽舒適的日子，參
加夥伴有 30人。主辦人 66乙紀清發校友及其夫
人，特為大家準備了自家土雞生的水煮蛋和親自

手作的饅頭，美味又健康！

早餐後大家開始健走南子吝步道。該步道

僅 900公尺，高度也不高，但神奇的是，今日的
我們，不必上阿里山，就可以看到雲海！一邊緩

步上山；一邊觀賞當地茶壺山的雲海，真是賞心

悅目！據當地派出所駐守人員表示，這是兩年來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雲海，連他們也覺得十分新

奇！我們何其幸運，恭逢其時！

看到雲海，想起林臥雲先生曾有一首〈雲

海〉形容阿里山的雲海，詩曰：「一瞥氤氳氣，

蒼茫指顧間。兼天翻白浪，驀地失青山。隱見

迷難測，婆娑意自閒。大空猶幻境，莫道世途

艱。」這詩句形容眼前的景色亦恰如其分！大家

沿著步道走到山頂，呼吸著沁涼的空氣，遠山仍

雲霧裊裊，但幸運的吳財順校友，卻及時拍到一

張背景像富士山的照片，令人稱羨他的快手！

校友總會蔡理事長松棋和母校校友中心李

組長佳玲特別參加此次活動，一路陪同大家健

走、聊天和拍照，並攜來水果與茶食分享，留下

健走的身影！

下山路上，海上雲霧漸散，海天一色的美

麗海景與藍天相映成趣！中途於涼亭小憩時，天

空飛來兩雙大冠鷲相伴，看著他們在天空翱翔，

心情更加開朗愉悅！

 ▲攻頂成功，YA！

 ▲雲霧繚繞，宛如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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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賞石趣  

走完山路的南子吝步道，接著到海邊欣賞

南雅奇石。「南雅奇岩」擁有臺灣 36秘境的美
名，位於台二線 78公里至 95公里處。依岩石
形狀被稱為霜淇淋岩、竹筍岩、還有著名的海

狗岩，都是遊客喜歡駐足拍照的景點。此處岩

石多半為砂岩，岩層硬度不同，受到海風侵蝕

的速度與阻抗也各異，造成凹凸不平、深淺不

一的獨特岩石風貌，是新北市最豐富的地形地

質景觀資源。岩層結構因經年累月受東北季風

與強浪侵蝕，形成千奇百怪的岩石景觀，尤其

神似彩繪的獨特紋路更是此地的特別景緻。

眾人沿著海岸散步，欣賞大自然所賜的奇

石美景，盡情拍照，留下人與景共影的瞬間！

在鹹鹹的海風吹拂下，海上波光粼粼，湛藍晴

空，伴著白色的雲朵、綠色的海藻和層次不同

黃色系的嶙峋奇石，多彩的顏色令人流連忘

返！

讓我們美食趣  

上午健走後，一行人早已飢腸轆轆。身為

貢寮澳底人的蔡松棋理事長盛情邀請眾人到小

學同窗所開的「黑白毛海鮮餐廳」用膳，品嚐

道地的海鮮味！第一道海鮮粥就讓大家大為驚

豔，鮮美不膩，適時溫暖了大家的胃；接下來

的每一道海鮮都讓人食指大動，連海菜炸物都

搶著吃，頓時五臟六腑皆開懷起來！

餐廳的名稱「黑白毛」十分有趣，請教

了祖籍雙溪的連寬寬校長，才知道原來黑白毛

是指東北角海岸有名的兩種魚：「黑毛魚」和

「白毛魚」，至於哪種魚比較好吃，就請大家

親自來嚐嚐！

難得的聚會，免不了小酌一番。連寬寬校

長酒量不讓鬚眉，為人豪爽風趣，還不時以俚

語串場，一頓飯下來，歡笑聲不斷，不僅生理

需求獲得滿足，心理及心靈也獲得無上的喜 ！

讓我們健走趣  

酒足飯飽的我們，為了不負今日美好天

氣，特地再去走了龍洞灣岬步道。龍洞灣岬步

道串聯東北角的二大岬角，使得鼻頭角 600萬
年前與龍洞岬 3500萬年前不同地質年代的岩
石發生連繫，被稱作「國際級的祕密景點」。

步道繞著懸崖峭壁而行，沿途欣賞巨石臨海矗

立，以及古老的岩層地質變化。健走在這壯闊

的步道上，午後陽光燦爛，照著臉龐和身軀，

讓人全身充滿了正能量。在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的壓力下，我們這群喜愛健走的同好，都覺得

 ▲快樂的午餐
∼  ▲午餐後在餐廳門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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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因應新冠疫情應變措施公告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校友總會於

109年 2月 20日假行政大樓 A501室召開臨時常
務理監事聯席會，討論疫情期間，校友總會會務

如何推動及因應。

會中決議原擬於 109年 3月 21日（六）召
開本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延期舉

行，109年 3月 25日（三）舉行校友音樂會亦
延期至本年 9月後舉辦。會議決議並於 109年 2
月 21日公告。

維護好自身的健康就是應對疫情的最佳武器！

龍洞灣岬步道上有座西靈巖寺，這座百年

廟宇，是東北角著名的寺廟之一。這裡有一幅一

般人都不會唸的對聯，那就是「見見見見見見

見、齊齊齊齊齊齊齊」。哈哈！如果沒有上網查

查，還真不知道該如何唸呢！當然也就不知道其

意義了，有興趣者，上網查查吧！

讓我們共遊趣  

常聽人說，臺灣最美的是「人」！但事實

是，臺灣最美的，

是「景」∼每座鄉鎮都有他的美，她的風

韻；

是「食」∼每道菜餚都有他的味，她的獨

特；

是「人」∼每個人都有有他的才，她的故

事，

臺灣，我們生長、生活、生存的土地∼

值得珍惜；值得品味；值得尊敬；值得互

動；值得共遊！

誠摯邀請北師人一起加入校友總會健康促

進委員會，與我們共遊趣！

 ▲ 109年 2月 20日校友總會召開臨時常務理監事聯
席會討論新冠疫情防疫因應。

 ▲校友總會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公告。

 ▲健康促進委員會

LINE群組。


